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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1年 8月份捐款名單】 

500000元以上:  善心人士共 7位   

300000元:   華○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  

200000元:   高○碧玉   

150000元:   泉○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 

112770元:   財團法人技○教育基金會   

100000元:   黃○芳  陳○男  謝○麟  丁○彥  台北南○扶輪社   

 何○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何○仁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

50000元:    余○港  藍○文  曾○助  柯○銘  張○  阿○羅電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  

30000元: 黃劉○葉       

28000元: 吳○修   

20000元:    陳○貞  無名氏  劉○昌       

12000元: 陳○勝       

10000元: 李○祐  楊○美  曾○蘭  張○文  黃○武  林○昌  施○玲   

7000元:     陳○忠       

6000元: 顏○宸  沈○儒  莊○益  許○智   

5000元:     巫○麟  簡○烡  陳○榮  85○2  林○英  羅○秀  瑞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 

 陳○南       

4088元: 郭○朱   

4000元:     無名氏  李○林  張○衛       

3684元: 張○勤       

3000元:     楊○雄  張○美  江○汾  陳○華  無名氏  李○成  謝○敏  呂○豪   

 無名氏 林○麒  (洪○盛 洪○庭 洪○駿)  品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 

2500元:     廖○裕  趙○瑢       

2020元: 池○玉   

2000元:     陳○安  徐○玲  蔡○莉  劉○松  張○宇  孔○花  薛○媛  黃○英   

 陳○劭 丁○辰  李○瑞  (曾○人 曾○耕 曾○桓 曾○泰 曾○郁) 

 鄭○偉  張○珍  顏○菊  鄒○羽  陳○豪  黃○進  楊○純  張○淵   

 鄭○幸  趙○海  陳○卿  游○祥  涂李○連  金○龍國際有限公司  

1717元:     戴○庭       

1500元: 王○雄  鄭○雯  張○蓉  陳○政  王董○榮  (吳○靜 陳○榮 陳○銨  

 陳○銨 陳○盛 陳邱○月 陳○勳 陳○臻 吳○棣 江○惠 中○高中 陳○和  

 陳蘇○金 邱○通 邱○開)       

1400元: 詹○才       

1250元: 彭○蓉   

1129元:     林○宗       

1020元: 陳○芳   

1000元:     郭○玉  蔡○娟  無名氏  無名氏  邱徐○李  胡劉○慧  (林○鳳 林○和)   

 吳○城  張○合  莊○真  黃○源  何○伶  李○泉  (誾○喜 誾曾○華)   

 莊○娥  陳○通  陳○梨  古○枝  鍾○珠  王○南  蘇○真  呂彭○敏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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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陳○英  陳○英  林○泰  呂○美  鄭○基  邱○惠  陶○倫  李○英   

 高○芳  陳○瀠  張○珠  無名氏  黃○龍  李○真  蔡○欽 黃○鈞   

 鄒○賢  蔡○樫  陳○蘭  蔡○倫  吳○娟  洪○翊  許○宜  劉○禎   

 曾○枝  柯○玲  洪○英  林○晨  楊○慧  吳○綿 許○文  何○瑋   

 柯○萍  曾○杰  吳○雲  彭○偉  林○宏  賴○康  (賴周○梅 賴○玉)   

 李○均  無名氏  宋○任  陳○榕  (陳○舜 陳○祈 呂○婷 陳○鈞)   

 林○洋  程○琴  鍾○來  郭○山  林○蘭  吳○維  趙○如 曹○瀚   

 李○嘉  王○珠  楊○樺  群○國際有限公司  均○欣科技有限公司   

 菁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

980元:      張○綺       

925元: 蘇○惠       

893元: 劉○宏       

800元: 許○花  林李○蓮       

774元: 張○芳   

750元:      楊○文       

721元: 陳○文       

700元: 謝○潔   

600元:      邱○財  謝○安  楊○祥  李○媛  李○玉  簡○妤  翁○鳳  陳何○美   

 和○工業社       

552元: 陳○榮       

550元: 賴○鴻   

500元:      劉○鳳  黃○三  黃○河  林○雲  無名氏  蘇○文  劉○惠  翁黃○治   

 陳○明 王○君  無名氏  無名氏  柯○禎  楊○垣  邱○峰  葉○水   

 黃○芬  張○銘  許○如  劉○湖  劉○齡  劉○勳  余○鳳  謝○貴   

            吳○娟  朱○琳  彭○介  陳○榛  姚○伸  卓○憲  彭○銘  無名氏   

 蔡○和  林○明  徐○怡  蕭○亯  無名氏  易○陽  無名氏  柳○枝   

 田○玉  陳○國  王○淵  李○霖  無名氏  李○居  林○靜  謝○哲   

 郭○貞  陳○和  林○成  陳○子  沈○桃  黃○惠  王○明  化○精舍   

 黃○忠  劉○婷  盧○財  凌○月  蔡○夏  (長○土木包工業 吳○源)   

495元:      李○蓉       

450元: 黃○熙       

432元: 江○億       

431元: 郭○龍       

412元: 鄞○傑   

400元:      徐○玲  許○琴  徐○君  陳○明  康○芝  蘇○蘭  (劉○侯 劉○汎)   

 陳○朝  (李○芬 許○龍 許○瑄 許○銘)   

397元:      洪○芬       

355元: 汪○華       

350元: 林○豐       

340元: 張○泰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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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5元: 徐○珠       

310元: 李○華   

300元:      江○仁  釋○容  林○淦  張○英  鍾○堂  鍾○廷  沈○君  黃○熒   

 李○吉  林○男  陳○珍  林○華  陳○瑜  江○璇  辜○英  徐○連   

 魏○峯  程○文  王○惠  胡○妮  陳○亯  陳○中  侯○宗  侯○俤   

 李○姐  蘇○安  陳○英  林○勝  李○喜  楊○良  卓○鳳  林呂○琴  

 邱○軫  陳○興  方○興  李○裕  蘇○瑄  蔣○麟  (林○宏 鄧○嫻)   

 林○盈  張○雲  葉○紋  楊○豪  (莊○華 劉○貞)  李○  王葉○惠   

288元:      黃○銘       

280元: 彭○珍       

277元: 李○菁       

250元: 林○程  無名氏  陳○昌  顏○源   

246元:      陳○烽  葉○良       

240元: 戴○陞       

233元: 莊○杰       

231元: 沈○山       

210元: 羅○榮   

200元:      吳○月  鄭○光  鄭○雲  李○貞  (彭○妃 紀○蘭)  (黃○鉛 林○治)   

 江○賢  鄭○盛  李○花  馮○嘉  (曾○煥 曾○敬)  (王○隆 王○民)   

 吳○豪  張○恩  吳○君  周○薇  廖○對  張○源  楊○生  陳○全家   

 黃○源  無名氏  賴○伶  林○桑  張○禎  林○義  顏○平  吳○亮菩薩   

 劉○隆  李○壽  黃○君  邱○聖  黃○慧  曾○欽  林○盛  林廖○娥   

 趙○慧  張○豪  連○岳   

188元:      鄭○宜       

169元: 柯○淑       

157元: 李○樺   

150元:      陳○成  何○莉  馮○城  廖○真  王○怡  林○瑩  張○財  林○泉   

 蔡○書  葉○真  李○瑩  李○寬       

146元: 許○芳   

143元:      余○薪       

130元: 蕭○文  張○秋       

119元: 劉○盈       

115元: 徐○偉       

110元: 黃○傑  江○賢闔家   

102元:      陳○玲   

100元:      陳○庭  陳○維  陳○銘  陳○誼  無名氏  周○澤  趙○漢  東○戰鷹   

 李○嘉  無名氏  楊○如  呂○霞  袁○惠  郭○玲 李○玉  朱○家   

 吳○嬌  趙○勛  鄭○菲  林○偉  黃○儀  黃○駿  鄭○佳  李○侑   

 黃○霞  洪○雯  陳○均  李○瀚  范○武  張○琳  翁○鳳 翁李○芬   

 張○衍  吳○鎮  劉○貴  張○慧  陳○良  陳○宇  楊○良  蔣○星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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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黃○英  曾○賢 蔡○芯  吳○宸  黃○薰  侯○嘉  鄭○文  吳○蓁   

 (徐盧○錦 徐○吉 徐○琪 蕭○欣) 楊○ 李○ 吳○ 

96元:       石○幸       

90元: 袁○森         

86元: 趙○豪 趙○萍       

80元: 王○伶       

77元: 莊○哲   

74元:       陳○璇       

73元: 廖○均       

70元: 唐○岑       

62元: 李○君       

60元: 李○   陳○融   

59元:       林○宏  葉○君       

58元: 吳○宏       

56元: 黃○銘       

54元: 楊○傑   

50元:       楊○煌  陳○琴  陳○瑰  李○宜  潘○綺  十方菩薩       

42元: 陳○娟       

41元: 鍾○旭       

40元: 陳○蕾  劉○君   

39元:       林○莉       

35元: 石○奇       

33元: 劉○勳   

30元:       陳○晨  金○原  張○玲  洪○綸  李○香  徐○童  黃○婷  陳○昀      

29元: 余○軒       

28元: 張○貞   

27元:       鄭○傑       

26元: 劉○真  向○泰       

25元: 張○純       

24元: 吳○儒       

22元: 羅○儷   

21元:       鄭○旻  林○毓       

20元: 張○玫  陳○羽       

18元: 吳○松       

17元: 王○湘       

16元: 羅○欽   

15元:       翁○雯  黃○瑀  余○甄  卓○凌       

14元: 鄭○岑  杜○龍       

13元: 黃○淨  徐○勵  黃○庭  簡○玟  謝○扉   

12元:       張○淳  鄭○貞  莊○俊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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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元:       鍾○庭  陳○良  蔡○君  吳○林  李○婕  樓○玨  張○哲  藍○偉   

 李○雯  林○德  李○玉  林○潔  陳○玲   

9元:        吳○勳  張○鎣  藍○琴  劉○榮       

8元: 吳○霖  詹○倫  林○成  葉○樹  林○蓉  蔡○倫  江○程  吳○維   

7元:        邱○庭  謝○豫  葉○華  黃○秀  蘇○珍       

6元: 陳○肯  徐○雅  陳○忠  黃○翔  陳○德  王○欽  林○宏 歐陽○婷   

5元:        江○旂  黃○庭  呂○淇  高○雯  陳○芬  陳○惠  顧○綾  王○亭   

 林○加   

4元:        李○訊  陳○均  陳○瑞  陳○隆  陸○伊  陳○慧  張○瑞  杜○琳   

 林○民  陳○宇  余○娟   

3元:        廖○煜  聞○智  陳○婷  羅○楷  洪○璇  王○郁  李○冀  鍾○芳   

 施○翔  鄭○彣   

2元:        王○鴻  韓○儒  葉○貞  柯○如  蔡○璇  謝○華  黃○菻  陳○德   

 賴○暉  葉○徽  張○甄  葉○翔  余○亦   

1元:        莊○超  彭○凱  朱○翰  謝○廷  王○雲  李○真  許○貞  莊○華   

 洪○鐘  莊○威  趙○堯  許○樺  陳○賢  吳○翰  周○興  蕭○慧   

 楊○伃  吳○橋  黃○慧 


